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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告

業績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47,321 175,205
銷售成本 (115,385) (149,874)

毛利 31,936 25,331
其他收益 3 6,679 7,336
其他收入 4 15,579 8,995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8,583) (5,688)
行政開支 (28,591) (31,076)
電影版權之減值虧損 (6,234) (7,632)
其他開支 4 (6,611) (1,285)

經營盈利／（虧損） 4 4,175 (4,019)
融資成本 5 (3,453) (3,79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1,237)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6 (29,644) 4,309

除稅前虧損 (28,922) (4,742)
稅項 7 (285) (520)

除稅後虧損 (29,207) (5,262)
少數股東權益 107 (316)

股東應佔虧損 (29,100) (5,578)

每股虧損  —  基本 8 (3.8 仙) (0.7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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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賬目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撰，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會計準則。賬目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撰，惟若干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及樓宇乃以公
平值列賬。

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
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仍未能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收益及分部資料

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盈利／（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影音

產品形式 電影放映
銷售及發行 、電影版權 加工影音

之電影及節目 授出及轉授 電視業務 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82,587 30,849 33,885 — — 147,321
分部間銷售 — 15,475 — — (15,475) —

總收益 82,587 46,324 33,885 — (15,475) 147,321

未計減值之分部業績 (13,374) 14,732 7,329 — (8,333) 354
電影版權、電影版權
轉授及按金之減值 (4,909) (1,325 ) — — — (6,234)

分部業績 (18,283) 13,407 7,329 — (8,333) (5,880)

未分配收入 19,617
未分配成本 (9,562)

經營盈利 4,175
融資成本 (3,453)
聯營公司應佔盈利
減虧損 — (29,661 ) — 17 — (29,644)

除稅前虧損 (28,922)
稅項 (285)

除稅後虧損 (29,207)
少數股東權益 107

股東應佔虧損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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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影音

產品形式 電影放映 提供
銷售及發行 、電影版權 互聯網及 加工影音

之電影及節目 授出及轉授 電視業務 相關服務 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3,135 19,372 22,479 219 — 175,205

未計減值之分部業績 1,130 4,693 (9,444) (515) — (4,136)
電影版權、電影版權
轉授及按金之減值 (4,319) (3,313 ) — — — (7,632)

分部業績 (3,189) 1,380 (9,444) (515) — (11,768)

未分配收入 11,776
未分配成本 (4,027)

經營虧損 (4,019)
融資成本 (3,795)
應佔盈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1,237) — — — — (1,237)
聯營公司 — 1,899 — — 2,410 4,309

除稅前虧損 (4,742)
稅項 (520)

除稅後虧損 (5,262)
少數股東權益 (316)

股東應佔虧損 (5,578)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綜合經營業績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
分析。

3. 其他收益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2,077 2,562
土地及樓宇租金收入 1,956 1,785
發行佣金收入 2,641 2,987
利息收入 5 2

6,679 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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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盈利／（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盈利／（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已計入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15,579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 2,013
以往自損益賬撇銷之重估增值
—  投資物業  # — 5,396
—  租賃土地及樓宇  # — 20

已扣除

電影版權、永久電影版權、電影版權轉授及
非永久電影版權攤銷 52,621 57,128

存貨成本 54,873 67,275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4,694 5,369
—  租賃固定資產 281 675

出售投資證券之虧損* 2,957 —

# 列入其他收入
* 列入其他開支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 3,167 1,944
—  毋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 131 1,593

3,298 3,537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155 258

所產生之總借貸成本 3,453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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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2,963) 4,309
聯營公司承擔及應收聯營公司
款項撥備（見下文附註） (26,681) —

總計 (29,644) 4,309

附註︰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財政支持，
並以其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額為限就該聯營公司之承擔作出撥備。

7. 稅項

由於本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四年：
無）。

由於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於本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
故此並無於賬目作出中國稅項撥備（二零零四年：無）。

自綜合損益賬扣除之稅項乃指：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285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 520

稅項支出 285 520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稅項與使用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稅率產生之理論金額兩者間之差額
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28,922) (4,742)

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
計算 (5,061) (830)

毋須課稅收入 (3,342) (2,178)
不可扣稅開支 5,393 1,067
未確認稅項虧損 4,561 3,160
動用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1,266) (699)

稅項支出 285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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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29,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578,000港元）及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771,000,000股（二零零四年：771,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
股，因此並無呈列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9. 轉撥入及轉撥自儲備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之權益總額 234,927 238,594

投資物業重估增值 14,150 1,911

變現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 127 —
繳入盈餘

本年度虧損 (29,100) (5,578)

年終之權益總額 220,104 234,927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為29,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578,000港元），而董事並
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147,321,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175,205,000港元），較去年減少16%。年內就聯營公司承擔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作出撥備26,700,000港元後之股東應佔虧損為29,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578,000港
元）。

本集團經營以下主要業務分部，即銷售及發行影像產品、電影放映、電影版權授出及轉
授以及電視業務，分別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帶來56%（二零零四年︰76%）、21%（二零零四
年︰11%）及23%（二零零四年︰13%）貢獻。

隨著過往年度與收費電視營辦商（包括now寬頻電視、香港寬頻及有線電視）簽訂內容供
應合約後，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由13%增加至23%。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推
出其首個廣播頻道（即MATV1），提供其電影庫之電影以及來自業務夥伴之其他節目起，
本集團不斷從其電視業務開拓多項收益來源。二零零四年，本集團與香港寬頻營辦商簽
訂合約以提供電影頻道，並與now寬頻電視營辦商簽訂合約以提供劇集頻道。二零零五
年，本集團亦與其他本地及海外電視營辦商以及若干流動電話營辦商訂立其他合約，以
提供頻道內容。除電影及劇集頻道外，本集團將繼續開發包羅其他節目之頻道。憑藉本
集團之電影庫及透過本集團購入節目之經驗及網絡，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為觀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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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及符合觀眾要求之電視節目。本集團亦相信，其電視分部仍然具備龐大增長潛力，
並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顯著且日益增加之貢獻。數碼電視較現有模擬制式容許更多放映
頻道，故預期對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隨香港及中國之數碼電視訊號發展計劃而大增，
而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從這些新市場商機取得成果及可觀回報，以及受惠於其電視業
務之理想前景。

與二零零四年相比，本集團分配更多資源製作電影。年內，本集團推出五齣電影「美人
草」、「甜絲絲」、「後備甜心」、「公主復仇記」及「AV」，而一聯營公司則推出兩齣電影
「愛．作戰」及「追擊8月15」。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製作及推出另外兩
齣電影「黑白戰場」及「龍咁威2︰皇母娘娘呢？」，並正在製作及計劃製作多齣電影。上
述各齣電影在戲院上映、影碟發行、海外版權轉授及預售方面之成績理想，市場反應熱
烈。此外，本集團之電影亦參與世界各地多個電影節，取得令人鼓舞之反應及獎項。展
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投資及全力支持香港電影製作行業，並以製作廣受歡迎之優質電
影為目標。

受整體行業氣氛影響，特別是透過互聯網下載、以可重寫光碟機抄錄及商店向客戶提供
影碟租借服務等侵犯版權行為日趨普遍，銷售及發行影碟業務現正處於困境，因此，年
內之銷售及發行影像產品分部收益及業績均下跌。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購入受歡迎
之影片，並致力將發行渠道多元化，以保持競爭力。

二零零四年五月，本集團以代價約25,000,000港元出售其於智庫科技有限公司（「智庫」，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之聯營公司）之全部權益，並為本年度帶來出售收
益約15,600,000港元。董事認為，出售乃本集團變現其於智庫之投資之良機，而所得款項
亦可加強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有助將財務資源集中於上述三項主要核心業務。

隨著實施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之行政開支減少8%。為了簡化組織架構及提高效
率，本集團最近委聘一間代理公司處理有關銷售及分銷影碟之物流程序。本集團已持續
償還興建將軍澳總部時所籌集之貸款，故營運資金及負債資產狀況（詳情載於下文「流動
資金及財務資源」一段）亦有所改善。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緊握每個機會，為股東帶來最
大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 65,000,000港元，其中約
44,000,000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155,0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
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19%，乃按銀
行貸款、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合共約41,765,000港元（其中21,059,000港元、5,777,000港
元、13,070,000港元及1,859,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第二年、第三至第五年及第五年後償
還）以及股東資金約220,104,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計算，故
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而產生之或然負債
約為5,300,000港元，而電影製作、購買電影版權及其他承擔則約為17,000,000港元，將以
本集團內部資金及銀行信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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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59名（二零零四年︰59名）員工。本集團每年均
會檢討薪酬。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亦包括不定額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
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僱員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業績公告詳情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修訂生效前之提述）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年報，將盡快於聯交所網站刊登。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唐慶枝先生及周其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尤勁
峰博士及陳銀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張睿佳先生、張明敏先生及王華蓉女士。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